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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出日期         劇目 / 活動      地點 
1月 4日 (星期四 )  幽媾 (籌款粵曲演唱)   新光戲院 
 
1月 7日 (星期日 ) 早上   (開始售票日 )    新光戲院 
 
1月 13日 (星期六 ) 日場   獅吼記 (粵曲演唱 )   元朗戲院 
 
1月 13日 (星期六 )  出席齋宴 (粵曲助慶)   新都會酒樓 
 
1月 15日 (星期一 )   (出席) 華交戲劇節開幕酒會      演藝學院 
 
1月 16日 (星期二 )   狄青 (粵曲演唱)        文化中心   
 
1月 19日 (星期五 )  折子戲專場--戲夢人生    牛池灣文娛中心 
1月 20日 (星期六 )  折子戲專場--戲夢人生    牛池灣文娛中心 
1月 21日 (星期日 ) 日場   折子戲專場--戲夢人生(加演後座談會) 牛池灣文娛中心 
 
1月 21日 (星期日 )    (播放訪問)    美國紐約 1480電台 
 
1月 22日 (星期一 )   狄青 (粵曲演唱)        香港大會堂 
 
1月 25日 (星期四 )   (春天記者招待會)       香港大會堂 
 
1月 26日（星期六）下午  訪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電台第五台 
 
1月 30日 (星期二 )  出席環星慶功宴    美麗華酒店 
 
2月 6日（星期六）下午  (出席新春節目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電台第五台 
    (初一及初二播放) 
 
2月 8日  (星期四)  出席敬老晚宴 (粵曲助慶 )           荃灣美心酒樓 
   
2月 18日 (年初一 )   六國大封相 / 獅吼記   新光戲院 
2月 19日 (年初二 ) 日場   送花樓記 (演後拍照會)   新光戲院 
2月 19日 (年初二 )   拾釵/投荔 (粵曲演唱)   香港大會堂 
2月 20 日 (年初三)  花田八喜    新光戲院 
 
3月 3日 (星期六 )  (戲迷春茗聚會)    銅鑼灣富豪酒店 
 
3月 7日 (星期三 )   洞房 (折子戲 )        香港大會堂 
 
3月 10日 (星期六 )  (八和會員春茗)    逸東酒店 
 
3月 18日 (星期日 )   (國泰航空)    飛星加坡 
 
3月 19日 (星期一 ) 至  (神功戲 )        星加坡芽籠 
3月 22日 (星期四 ) 
 
3月 25日 (星期日 )   (國泰航空)      星加坡回港 
 
3月 26日 (星期一 )   琴緣敘 (粵曲演唱 )       文化中心 
 
3月 28日 (星期三 )   (籌款粵曲演唱)       香港大會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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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月 10日 (星期二 ) 至  (神功戲 )        坪石村 
4月 13日 (星期五 ) 
 
4月 19日 (星期四 )  (出席) 兒童粵劇    新光戲院  (籌款) 
 
4月 28日 (星期六 )  (出席晚宴)        長洲 
 
5月 1日 (星期二 ) 至  (神功戲 )        長洲西灣 
5月 5日 (星期六 ) 
 
5月 6日 (星期日 ) 至  (神功戲 )        荃灣綠楊新村 
5月 9日 (星期三 ) 
 
5月 20日 (星期日 )  (出席) 兒童粵劇    高山劇場 
 
5月 30日 (星期三 )  (出席酒會) 香港回歸       香港大會堂 
 
6月 2日 (星期六 )  (出席晚宴) 長洲花炮會        海洋漁港酒樓 
 
6月 3日 (星期日 ) 上午   (出席) 幼稚園校慶匯演        理工大學綜藝館   
 
6月 5日 (星期二 ) 下午   (出席) 兒童粵曲比賽   上環文娛中心 
 
6月 28日 (星期四 )  (出席) 兒童粵劇    葵青劇院 
 
7月 2日 (星期一 )  九天玄女(粵曲演唱 )    新光戲院   
 
7月 4日 (星期三 ) 上午   (出席) 幼稚園畢業典禮        將軍澳  (不設預訂) 
 
7月 8日 (星期日 ) 上午   (出席) 幼稚園畢業典禮        荃灣大會堂 (不設預訂) 
 
7月 12日 (星期四 ) 至  (神功戲 )        坪洲 
7月 16日 (星期一 ) 
 
7月 18日 (星期三 )   (加拿大航空 )    飛往加拿大(不設預訂)  
7月 21日 (星期六 )   (外埠演出)        加拿大  
7月 22日 (星期日 )  (外埠演出)        加拿大 
7月 29日 (星期日 )   (外埠演出)        加拿大 
8月 3日 (星期五 )   (加拿大航空 )    抵港 
 
8月 22日 (星期三 )   龍鳳爭掛帥         高山劇場 
8月 23日 (星期四 )  (折子戲 )    高山劇場 
 
8月 24日 (星期五 )  (出席) 幼兒粵劇    高山劇場 
 
9月 7日 (星期五 )  紫釵記      新光戲院   
 
10月 1日 (星期一 ) 至  (八和會館) 新編粵劇       文化中心 
10月 2日 (星期二 ) 
 
10月 26日 (星期五)   (外埠演出)        加拿大  (不設預訂) 
10月 27日 (星期六)  (外埠演出)        加拿大 
 
 *以上只供參考, 詳情請留意主辦機構或單張﹐如有任何問題﹐  敬請查詢主辦單位* 


